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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指定铁合金交割仓库（厂库） 

及升贴水的通告 
（2014）第 22号 

 

经研究决定，以下企业为锰硅指定交割仓库：天津市东

丽区魏王储运有限公司、天津全程物流配送有限公司、曲周

县东之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玖隆钢铁物流有限公司、江苏

武进港务有限公司、立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、湖北储备物资

管理局三三八处。 

以下企业为锰硅指定交割厂库：鄂尔多斯市西金矿冶有

限责任公司、中钢集团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、宁夏晟晏

实业集团有限公司、芩巩县金源冶金有限公司、贵州忆祥矿

业（集团）镇远润达有限公司、广西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、百

色市必晟矿业有限公司、钦州永盛锰业有限公司、云南汇通

锰业有限公司、蒙自太耀泰瑞矿业有限公司。 

以下企业为硅铁指定交割仓库：天津市东丽区魏王储运

有限公司、天津全程物流配送有限公司、曲周县东之桦生物

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苏武进港务有限公司、湖北储备物资管理

局三三八处。 

以下企业为硅铁指定交割厂库：鄂尔多斯市西金矿冶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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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责任公司、宁夏天净冶金有限公司、宁夏中卫市银河冶炼

有限公司、中卫市茂烨冶金有限责任公司、腾达西北铁合金

有限责任公司、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。 

经研究决定，硅铁交割仓库在江苏、湖北地区升水 100

元/吨；锰硅交割仓库在江苏地区无升贴水，在湖北地区贴

水 150 元/吨；交割厂库将货物送达送货点时，升贴水按照

送货点交割仓库升贴水标准执行。 

以上指定交割仓库（厂库）自 2014 年 10 月 8日开始开

展铁合金期货交割业务。郑州商品交易所自 2014年 10 月的

第 12 个交易日开始注册仓单，同时一并实行升贴水标准。 

特此通告。 

 

附件：1.锰硅指定交割仓库名单及升贴水 

2.锰硅指定交割厂库名单及送货点 

3.硅铁指定交割仓库名单及升贴水 

4.硅铁指定交割厂库名单及送货点 

 

郑州商品交易所 

2014 年 8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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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锰硅指定交割仓库名单及升贴水 

编号 简称 仓库名称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
升贴水 

（元/吨） 

1501 天津魏王 
天津市东丽区魏王储运

有限公司 
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

东金路以西、津塘二线以北 
300300 张杰 

电话：022-24361755 
手机：18522795803 
传真：022-84365741 

0 

1502 天津全程 
天津全程物流配送有限

公司 
天津市东丽区华粮道 2298 号 300300 马文涛 

电话：022-84828862 
手机：15620035893 
传真：022-84828553 

0 

1503 东之桦 
曲周县东之桦生物科技

有限公司 
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 

南工业园区晨光路东段路南 
057250 韩青林 

电话：0310-8892022 
手机：13463066699 
传真：0310-8892022 

0 

1504 玖隆物流 玖隆钢铁物流有限公司 
张家港市锦丰镇江苏扬子江 
国际冶金工业园锦绣路 1 号 

215625 何学军 
电话：0512-58568370 
手机：13962224270 
传真：0512-58953504 

0 

1505 江苏武进 江苏武进港务有限公司 
江苏省常州市奔牛镇 
奔牛港仓储配送区 

213131 朱华飞 
电话：0519-83133012 
手机：15261110098 
传真：0519-83133023 

0 

1506 立晨物流 立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山东省临沂经济 

技术开发区杭州路 21号 
276023 卢衍岭 

电话：0539-6012272 
手机：18805390851 
传真：0539-6012316 

0 

0317 
湖北三三
八处 

湖北储备物资管理局三
三八处 

湖北省孝昌县 
卫店镇三三八处 

432918 沈剑 
电话：0712-4835148 
手机：13797179803 
传真：0721-4835048 

-1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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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锰硅指定交割厂库名单及送货点 

编号 简称 仓库名称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送货点 

1551 中钢吉铁 
中钢集团吉林铁合金股

份有限公司 
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和平街

21号 
132002 王晓宏 

电话：0432-62707763 
手机：18904329150 
传真：0432-62707016 

天津、河北
期货交割仓
库 

1552 西金矿冶 
鄂尔多斯市西金矿冶有

限责任公司 
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

鄂托克旗棋盘井工业园区 
016064 王坤 

电话：0477-6486040 
手机：15049458800 
传真：0477-6486073 

天津、河北
期货交割仓
库 

1553 宁夏晟晏 
宁夏晟晏实业集团有限

公司 
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国贸中心 B

座 16层 
750001 杨晓玲 

电话：0951-5190091 
手机：18995107303 
传真：0951-5190091 

天津、河北
期货交割仓
库 

1554 金源冶金 
芩巩县金源冶金有限公

司 
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县 

思阳镇原气象局 
557800 龙顺容 

电话：0855-3572133 
手机：18685451133 
传真：0855-3572133 

江苏、湖北
期货交割仓
库 

1555 镇远润达 
贵州忆祥矿业（集团）镇远

润达有限公司 
贵州省镇远县羊坪工业园区 557703 吴贵琴 

电话： 
手机：13508555266 
传真：0855-5810062 

江苏、湖北
期货交割仓
库 

1556 
广西铁合

金 
广西铁合金有限责任公

司 
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
凤凰工业园区 

546102 梁锐 
电话：0772-6689528 
手机：13978296621 
传真：0772-6689866 

江苏、湖北
期货交割仓
库 

1557 百色必晟 
百色市必晟矿业有限公

司 
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六塘工业

园内 
533000 韦森藏 

电话： 
手机：13737696111 
传真：0776-2858111 

江苏、湖北
期货交割仓
库 

1558 钦州永盛 钦州永盛锰业有限公司 
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 
钦州港金鼓江工业园 

535008 邓肇峰 
电话： 
手机：13917014909 

江苏、湖北
期货交割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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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真：0777-3881334 库 

1559 云南汇通 云南汇通锰业有限公司 
昆明市海埂路 123号 

中成酒店 5楼 
650000 李晓星 

电话：0871-64111751 
手机：15925366936 
传真：0871-64112032 

江苏、湖北
期货交割仓
库 

1560 太耀泰瑞 
蒙自太耀泰瑞矿业有限

公司 
蒙自市草坝镇 
碧色寨村后 

661100 彭利安 
电话：0873-3197112 
手机：13888663336 
传真：0873-3197112 

江苏、湖北
期货交割仓
库 

注：以上送货点由买方选择，升贴水按郑州商品交易所公布的仓库升贴水执行；在其他地点交货的，升贴水由双方协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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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硅铁指定交割仓库名单及升贴水 

编号 简称 仓库名称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
升贴水 

（元/吨） 

1501 天津魏王 
天津市东丽区魏王储运有

限公司 

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街 

东金路以西、津塘二线以北 
300300 张杰 

电话：022-24361755 

手机：18522795803 

传真：022-84365741 

0 

1502 天津全程 
天津全程物流配送有限公

司 

天津市东丽区华粮道 2298

号 
300300 马文涛 

电话：022-84828862 

手机：15620035893 

传真：022-84828553 

0 

1503 东之桦 
曲周县东之桦生物科技有

限公司 

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 

南工业园区晨光路东段路南 
057250 韩青林 

电话：0310-8892022 

手机：13463066699 

传真：0310-8892022 

0 

1505 江苏武进 江苏武进港务有限公司 
江苏省常州市奔牛镇 

奔牛港仓储配送区 
213131 朱华飞 

电话：0519-83133012 

手机：15261110098 

传真：0519-83133023 

100 

0317 
湖北三三

八处 

湖北储备物资管理局三三

八处 

湖北省孝昌县 

卫店镇三三八处 
432918 沈剑 

电话：0712-4835148 

手机：13797179803 

传真：0721-4835048 

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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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硅铁指定交割厂库名单及送货点 

编号 简称 仓库名称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送货点 

1552 西金矿冶 
鄂尔多斯市西金矿冶有限

责任公司 
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

鄂托克旗棋盘井工业园区 
016064 王坤 

电话：0477-6486040 

手机：15049458800 
传真：0477-6486073 

交易所指
定期货交

割仓库 

1651 宁夏天净 宁夏天净冶金有限公司 
银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
和信商务中心 D栋 

750001 刘黎明 
电话：0951-5673881 
手机：13723399910 
传真：0951-5673881 

1652 中卫银河 
宁夏中卫市银河冶炼有限公

司 
宁夏中卫市镇罗金鑫工业园

区 
755000 胡锦峰 

电话：0955-7692912 
手机：15379551069 
传真：0955-7692912 

1653 中卫茂烨 
中卫市茂烨冶金有限责任

公司 

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
沙坡头区镇罗镇金鑫园工业

园区 
755000 黄学琴 

电话： 
手机：18909555982 
传真：0955-7611969 

1654 腾达西铁 
腾达西北铁合金有限责任

公司 
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连城镇 730334 陆财本 

电话：0931-6907310 
手机：13993153517 
传真：0931-6907302 

1655 青海福鑫 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 
西宁经济技术 

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 
811600 王有海 

电话：0971-5219684 
手机：13309788133 
传真：0971-5219684 

 

注：送货点由买方选择，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交货时升贴水按交易所公布执行；在其他地点交货的，升贴水由双方协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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